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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YGM貿易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375）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YGM貿易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連同去年的比較數字及經選擇說明附註如下： 

 
綜合損益表 
 (以港元列示)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收入 3, 4 211,489 216,181
銷售成本及直接成本 (77,021) (80,003)
毛利 134,468 136,178
其他收益淨額 7,317 26,462
分銷成本 (106,656) (100,290)
行政及其他經營費用 (50,518) (69,310)
經營虧損 (15,389) (6,960)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6,405            3,178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13,336          -                
融資成本 5(a) (2,379)           (3,182)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973 (6,964)
所得稅抵免/(費用) 6 167 (4,718)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40 (11,682)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3,284 (11,740)
非控股權益 (1,144) 58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40 (11,682)

每股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0.02$            (0.0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股息詳載於附註第 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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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以港元列示)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年度溢利/(虧損) 2,140 (11,682)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扣除稅項及重新分類調整，金額為零)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為損益之項目 :

換算香港以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

  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5,884) 12,813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5,884) 12,81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744)           1,131            

歸屬：

本公司權益股東 (2,835) 791
非控股權益 (909) 340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744)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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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以港元列示) 
 

附註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186,806 265,024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 53,042 48,532

239,848        313,556        
無形資產 133,442 133,442
租金按金 4,415 7,950
遞延稅項資產 281 243

377,986 455,191

流動資產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 17,119 16,475
存貨 38,917 35,443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9 41,801 40,476
本期可退回稅項 317 654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2,788 142,423

230,942 235,471

流動負債

銀行透支 7,049 8,864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同負債 10 36,904 37,579
租賃負債 26,657 39,766
本期應付稅項 319 602
撥備 11 -                9,570            

70,929 96,381
流動資產淨值 160,013 139,0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37,999 594,281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29,325 33,990
遞延稅項負債 1,004 1,363

30,329 35,353

資產淨值 507,670 558,928

股本及儲備

股本 383,909 383,909
儲備 115,089 154,97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權益總額 498,998 538,886
非控股權益 8,672 20,042
權益總額 507,670 55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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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除另有所指外，均以港元列示)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本年度業績的初步公佈載有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資料，該等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在該等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惟這些財務資料均取自有關財務報表。下列為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36條須披露該等有關法定財務報表的進一步資料： 
  
 本公司核數師未就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作出報告及將會適時呈交公司註
冊處處長。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三部規定向公司註冊處處長呈交截至二零二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截至二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法定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之
審計報告﹔審計報告中並無提述該核數師在不就該報告作保留的情況下以強調的方式促請有關的人

注意任何事宜﹔亦未載有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406(2)、407(2)或(3)條作出的陳述。 
  
 本公司的年度法定財務報表是按照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統稱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其詮釋、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及

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該財務報表亦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之適用披露規定。 
  
 除投資物業及作買賣用途之證券按公平價值列賬外，該法定年度財務報表是以歷史成本作為編製所用

之計量基準。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發布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修訂，並於本集團現行會計期間首次採納。該等發展

對本集團所編製或呈列於本財務報告的本期或前期業績及財務狀況概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在現行會計期間採納任何尚未生效之新準則或詮釋。 
 
3. 收入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成衣批發及零售、擁有及特許使用商標、物業投資以及安全印刷、一般商業印務

及買賣印刷產品。 
  
 (i) 重大收入類別分類 
   
  按重大收入類別分類與客戶的合約收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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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香港財務準則第15號範圍內與客户的合約收入

銷售成衣 158,844 160,402
專利權費及相關收益 18,518 17,820
印刷及相關服務收益 28,689 30,403

206,051 208,625

來自其他來源的收入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總額 －租賃付款為固定
  或依賴指數或利率浮動 5,438 7,556

211,489 216,181
 

 
  本集團之客戶群屬多元化，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個別客

戶的交易額超過本集團收入的十分之一。 
   
 (ii) 預期將於報告日期與客戶訂立的合約產生的收入確認 
   
  本集團已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第121段的可行權宜方法。因此，對於最初預期期限為一

年或更短的合同以及當發出發票時便視為已滿足履約義務的合同，不會披露有關剩餘履約義務的

信息。 
 
4. 分部報告 
 
 (a) 分部業績、資產及負債 
   
  本集團透過按業務線組成分部管理業務。按與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資源配置及表現評

估的內部匯報資料一致方式，本集團已呈報下列四個報告分部。本集團並無將經營分部合併，以

組成以下的報告分部。 
   
  - 銷售成衣：批發及零售成衣 
  - 特許商標：有關專利權費收益的商標特許及管理 
  - 印刷及相關服務：提供安全印刷及出售印刷產品 
  - 物業租賃：出租物業產生租金收入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取得有關本集團

報告分部的資料（以供其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部表現評估），詳情如下：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2022 2021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千元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58,844 160,402 18,518 17,820 28,689 30,403 5,438 7,556 211,489 216,181
分部間收入 -           -           2,100 4,331 136 188 2,433 2,433 4,669 6,952
須呈報分部收入 158,844 160,402 20,618 22,151 28,825 30,591 7,871 9,989 216,158 223,133

須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調整扣除利息、稅項、

  折舊及非流動資產

  減值虧損前盈利) (4,422) 22,071 6,282 1,338 3,325 8,431 390 8,627 5,575 40,467

須呈報之分部資產 498,612 447,093 140,228 141,126 14,190 14,197 199,729 278,327 852,759 880,743

須呈報之分部負債 455,622 427,319 11,522 15,065 4,336 5,939 16,223 15,037 487,703 463,360

總額銷售成衣 特許商標 印刷及相關服務 物業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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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須呈報分部損益之對賬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須呈報分部經營溢利 5,575 40,467
分部間溢利之撤銷 (1,316) (5,097)
來自集團以外客戶的須呈報分部溢利 4,259 35,370
其他收益 4,239 191
折舊 (33,751) (35,279)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4,513)           
租賃修改收益 1,910            -                
投資物業估值收益淨額 6,405 3,178
出售投資物業收益淨額 13,336 -                
索賠撥備回撥/(撥備計提) 5,478            (9,570)           
融資成本 (2,379) (3,182)
未分配之總公司及企業收益 2,476 6,841
除稅前綜合溢利/(虧損) 1,973 (6,964)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扣除／(計入)：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a) 融資成本

銀行透支利息費用 265 367
租賃負債利息 2,114 2,815

2,379 3,182

(b) 其他項目

折舊

 - 擁有的物業、廠房及設備 2,894 2,275
 - 使用權資產 30,857 33,004
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 使用權資產 -                4,513            
租賃修改收益 (1,910)           -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 2,727 3,733
應收賬款之減值虧損回撥 (8,683)           (1,445)           
(索賠撥備回撥)/撥備計提(附註5(c)) (5,478)           9,570            
存貨成本 73,009 79,631
政府補貼(註) -                (15,033)
作買賣用途之證券估值收益 (34) (22)
出售作買賣用途之證券之收益淨額 -                (36)                

 
 
  註: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設立

的抗疫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撥款13,200,000元，用於在資助期間不裁員並將所有資金用
於支付員工工資。此外，本集團亦從零售業資助計劃中獲政府補助1,4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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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索賠撥備 
   
  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出售Aquascutum Holdings Limited予獨立第三方（「買方」）

後，澳門零售店的租賃協議（「租賃協議」）亦已轉讓予買方的一間附屬公司（「被告」）。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澳門零售店的業主（「業主」）以普通訴訟的形式對被

告及本集團的附屬公司（租賃協議的擔保人）提起宣判訴訟，要求支付未付租金及其他費用及

補償損害及損失，總額為9,857,060澳門元（相等於9,570,000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主與本集團－間附屬公司訂立和解協議，同意以總金額

4,000,000澳門元（相等於3,908,000元）解決爭議，扣除所產生的法律費用後，相應地於綜合財
務報表中作出索賠撥備回撥5,478,000元。 

   
6. 所得稅抵免/(費用)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本期稅項－香港利得稅 228 204
本期稅項－香港以外地區 -                380
遞延稅項 (395) 4,134

(167) 4,718
 

 
 
 
二零二二年年度香港利得稅的撥備乃根據16.5% (二零二一年：16.5%)的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於
香港以外地區附屬公司的稅項乃根據相關司法權區適用的現行稅率計算。本年度適用於本集團在英國

業務的公司稅率為19%（二零二一年：19%）。本年度適用於本集團在中國內地業務的企業所得稅稅
率為25%（二零二一年：25%）。 

 
7. 股息 
  
 (a) 本年度應佔之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已宣派及支付中期股息普通股每股10港仙 16,586          -                
  (二零二一年：無)
於結算日後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

  (二零二一年：10港仙) 8,293            16,586          
24,879 16,586

 
 
  於本報告期末日後建議分派之末期股息尚未確認為本報告期末日之負債。 
   
 (b) 已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之上個財政年度應付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股息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上個財政年度之末期股息普通股每股10港仙

  已於年內獲批准及派付 (二零二一年: 無) 16,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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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是按照本年度之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3,284,000元（二零二一年: 虧損

11,740,000元）及已發行普通股股數165,864,000股（二零二一年：165,864,000股）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並無具有潛在攤薄能力的普通股；故

此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9.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截至本報告期末日，應收賬款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已扣除損失撥備)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一個月內 12,180          12,315          
一個月以上但二個月以內 3,263            1,408            
二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1,013            1,003            
三個月以上但十二個月以內 656               665               
應收賬款，已扣除損失撥備 17,112          15,391          
按金、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24,689          25,085          

41,801          40,476          
 

 
 個別信貸評估按所有需提供超越若干信貸的客戶進行。該等應收款乃於發票日期後30至90日內到期。 
  
10. 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款及合同負債 
  
 截至本報告期末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根據發票日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一年

千元 千元

應付賬款及其他賬款

一個月內 7,778 5,259
一個月以上但三個月以內 2,569 1,728
三個月以上但六個月以內 166 275
超過六個月 48 102
應付賬款 10,561 7,364
其他應付款及應付費用 25,745 27,500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117 184

36,423 35,048
合同負債

預收貨款 481 2,531
36,904 37,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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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撥備 
 

索賠撥備

(附註5(c))
千元

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餘額 -                
計提撥備 9,570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餘額 9,570            
已使用撥備 (4,092)           
撥備回撥 (5,478)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餘額 -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集團經營業績 
 
由於本集團業務於回顧年度內仍然受到 COVID-19大流行（「疫情大流行」）的影響，本集團年內收益下跌
2.2%至 211,4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216,181,000港元）。由於整體毛利率提升至 63.6%（二零二一年：
63.0%），本集團年內毛利下跌 1.3%至 134,46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36,178,000港元）。儘管總營運開
支減少 7.3%至 157,17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69,600,000港元），當中包括索償撥備回撥 5,478,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撥備計提 9,570,000港元），年內經營虧損上升至 15,38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6,960,000
港元），主要因素是上年度錄得與疫情大流行有關的政府補助收入合計 15,033,000港元。 
 
年內，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為 3,28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虧損 11,740,000港元），包括投資物業估
值淨收益 6,405,000港元（二零二一年：3,178,000港元）及出售投資物業淨收益 13,336,000港元（二零二
一年：無）。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淨營運現金流出為3,828,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淨營運現
金流入為28,461,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存貨為38,917,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35,443,000
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扣除銀行透支後的現金及銀行結存為125,739,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
133,559,000港元)，較去年底減少7,82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作買賣用途之
證券公允價值為17,119,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16,475,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用於添置及更換其他物業、廠房及設備扣除使用權資產的支出約6,441,000港元 (二零二一
年：1,089,000港元)，及維修投資物業支出約5,699,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無)。 
 
本集團財務狀況 
 
本集團通過內部產生的現金流量和其往來銀行給予的銀行融資為其業務提供資金。本集團在管理財務需

求方面會繼續保持審慎的態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淨資產為507,670,000港元(二零二一年：558,928,000港元)。本集
團於年末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126 (二零二一年：0.153)，乃按總借貸7,049,000港元(二零二一年：8,864,000
港元)及租賃負債55,982,000港元 (二零二一零年：73,756,000港元)及股東權益498,998,000港元 (二零二一
年：538,886,000港元) 計算。本集團之借貸主要按浮動息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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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成衣分部總銷售額為 158,844,000港元（二零二一年：160,402,000港元），年內錄得分部虧損 4,422,000港
元（二零二一年：分部溢利 22,071,000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底，本集團於經營市場擁有由 87個銷
售點組成的分銷網絡，當中有 35個銷售點在香港，5個銷售點在澳門，43個銷售點在中國內地及 4個銷
售點在台灣，比較二零二一年三月底淨增加 6個銷售點。本集團將繼續審慎地擴張分店網絡。 
 
本集團擁有「Guy Laroche」及「Ashworth」之全球知識產權。本年度來自外界客戶之特許商標收益總額為
18,518,000港元 (二零二一年：17,820,000港元)，分部年內錄得溢利。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出售若干持作收租的香港工業物業，並錄得出售淨收益 13,336,000港元。於二零二
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一幢位於倫敦持作收租的辦公樓物業，公允價值為 186,806,000 港元，及
一幢位於香港持作自用的工業大廈，賬面淨值為 6,406,000 港元。目前，該工業大廈全部由安全印刷分部
使用。年內來自外界的總租金收入下降至 5,438,000港元（二零二一年：7,556,000 港元），主因是出售若
干在香港持作出租的工業物業，及一幢位於倫敦持作出租的辦公物業年內進行了裝修工程致使部份空置。

 
安全印刷分部的銷售及溢利均較上年錄得下跌。 
 
人力資源 
 
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僱員總數約為 370 人(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400 人)，本集
團一向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之酬金，其中包括醫療津貼及退休計劃供款，作為彼等所作貢獻之回報。此外，

本集團亦會視乎本集團之業績及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而向合資格僱員發放酌情花紅。 
 
展望 
 
本集團服裝銷售的主營業務市場呈現好轉跡象。本集團注意到，未受到這些 COVID-19 控制和預防措施
影響的商店表現出非常健康的恢復，銷售額也有很好的增長。 年內，部分店舖租約以更合理的價格續約，
但大部分租約期限較短。然而，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導致的廣泛持續的通貨膨脹將對我們的商業市場和全

球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同時，COVID-19變異為更具傳染性的變體。 因此，預計社會和旅行限制以及強
制性檢疫或醫療監測命令將持續一段時間，從而限制當地和遊客的交通。 即使在這零售困境中本集團無
法準確預測盈利的能力，本集團仍將專注於中國內地，並為「Ashworth」制定謹慎的擴張計劃。 
 
股息 
 
董事會已議決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舉行之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普通股每股 5 港仙(二零二一年：10 港仙)。倘獲股東通過，總金額為 8,293,000 港
元(二零二一年：16,586,000 港元)之末期股息預期將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日或該日期前後派發予於二零
二二年十月六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 
 
暫停辦理股東登記 
 
為釐定股東出席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權利，本公司將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至二零二二

年九月二十三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於該期間不會處理任何股份轉讓。為確保符

合資格出席本公司即將舉行之年度股東大會並在會上投票，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

零二二年九月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本公司亦將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至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

續，為釐定股東獲派發建議末期股息之權利，於該期間不會處理任何股份轉讓。如欲獲派將在應屆股東

週年大會上通過於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七日或前後派發之末期股息，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

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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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治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守則條文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 的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惟本
公司之非執行董事之委任並無指定任期，但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值退任及膺選連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董事證券交易之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款不遜於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載列之規定準則。 
 
經過本公司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回顧期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載列之

規定準則及其證券買賣守則。 
 
畢馬威之工作範圍 
 
有關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初步公佈之數字，已由本公司核數師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執業會計師），與本集團該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初稿所載數字作比較，並發現兩者之數字相符。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就此進行之工作有限，並不構成審核、審閱或其他保證，故核數師並無就本公佈作

出任何保證。 
 
審核委員會 

 
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經修訂）之規定，本公司已成立一個審核委員會並已備妥職
權範圍書，藉以檢討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控制事務。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

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監管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的完整性、透過檢討外聘核數師進行的工作檢討本公司內

部監控系統及其執行情況、評估財務資料及有關披露事項，以及審閱關連交易。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階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內部控制事務及財務申報事項，以及本集

團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概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

亦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登載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業績公佈均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有限公司的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ygmtrading.com) 「業績公告」一欄內登載。截至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寄發予
股東，並於上述網站內登載。 

 
承董事會命 
陳永燊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六名執行董事，為陳永燊先生、周陳淑玲女士、傅承蔭先生、陳嘉然先生、陳永奎先生
及陳永棋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廷基先生、蘇漢章先生及李光明先生。 

 


